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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經驗談  

（一）教學現場負面的狀況 

1. 部分學生（有時還是大部分）常常不遵
守上課的時間。 

2. 部分學生即使到課堂上課， 

常「人」到「心」卻不到。 

3. 到教室後，學生常先從後面坐起，然後
再依序往前坐。 



一、教學經驗談  

4. 部分學生學習動機不強烈。 

5. 有些學生不太尊重老師，想離開教室就
離開，不會先向老師打招呼報備。 

6. 有些教師會使用老舊教材，或照著教科
書的內容唸給學生聽，不知學生已經可
以上網蒐集到很多新知識，師生間的想
法差距很大。 



一、教學經驗談  

7. 教師無法約束班上學生的行為，即使想
約束，卻會與學生產生衝突，最後只好
我教我的，你學你的，時間到了就下課，
避免衝突而氣壞了身體。 

8. 學生無意願學習，態度又不好，教師長
期忍受，有時會情緒性地當掉學生，家
長就找民意代表到校抗議，造成教學、
行政、教師、學生、家長間的困擾。  



一、教學經驗談  

9. 教師在上課時，有時會發表一些政治及
宗教的個人意見，或教師間個人恩怨的
事情，或用不恰當的言語指責學生，亦
造成雙方相當大衝突與困擾。 

10. 其他...。  



一、教學經驗談  

（二）教學現場正面的感受 

1. 學生準時上課，專心聽講，教師愈教愈
起勁，會使出全身功力，教導學生。 

2. 教師能隨時感受到學生困難所在，適時
鼓勵輔導及幫忙，師生間的溝通很順暢。 



一、教學經驗談  

3. 學生能夠感受到老師的認真，不僅對學
生課業的關心，也關心學生的生涯規劃，
老師就是他的經師及人師。 

4. 學生會把老師當成最好的學習對象，就
如同最好的朋友，向老師訴說心裡的話，
隨時請教老師。 



一、教學經驗談  

5. 學生會寫感謝卡，讓老師覺得很窩心。 

6. 學生畢業後，仍然會與老師聯絡，讓老
師有桃李滿天下的感覺。 

7. 其他...。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教學方法不外乎口頭講授、師生就課程內
容相互討論、野外實察、筆試、口頭報告、
撰寫報告...等方式。在教學策略上則要想
辦法讓學生有『這位老師的教學的確「與
眾不同」』的感受。以下是個人的教學方
式，謹供參考：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一）教師要先做心理建設 

我們要有在正修教書就是我的事業，正修
就是我的家，我要將這個家經營得很好，
讓這個事業非常成功的共識。我現在的角
色就是要把教學工作做好，並不是只到正
修授課，每月領薪水的角色而已。正修成
功、聲望高，就是我的成功，我的聲望也
相對地提昇，而會以正修及自己為榮。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二）認真準備所欲講授之課程教材  

認真準備教材是教學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雖然顧名思義準備教材、設計課程，就是
在計劃所要傳授的知識，但更深一層的意
義就是要就教材內容，與學生在課堂上做
實質上的生活經驗 

交流。 。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三）多角度思考教學方向 

思考應該教些什麼？能教些什麼？教誰？何時
教？怎樣教？所以在設計課程時要有教學目標、
教學資源、教學方法、教學評量、教學進度、
課程內容。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三）多角度思考教學方向 

而這些目標內容、評量等方式，都不應只從老
師的角度單方面思考，而是需將學生整體納入
考量，試著瞭解學生已經擁有哪些技能、現在
想學哪些知識、未來想往哪個方向進一步深入
思考，這些不同面向都可成為教學的一部份。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四）同理心去規劃課程  

教學之前，教師必須去瞭解學生的興趣和先備
知識，要能設身處地以同理心去為學生規劃課
程，以此去與欲講授的課程內容相結合，教學
想必能夠更為順利成功。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五）充分了解學生的背景  

上課時的第一份作業可指定學生寫一至二頁的
自傳(含長處及短處 在家出生排行的順位)，教
師好好批閱，了解學生的背景資料，並給予學
生回饋，師生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會有意想
不到的良好效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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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六）讓學生有意義地學習  

有意義的學習應建立在學生既有的知識上。若
能參考學生的需求和經驗來設計課程，則能收
到較大的學習效果。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七）彈性教學  

雖然學校或系所有既定的教育目標或選定的教
科書，但在課程設計及教學上，老師可在彈性
運用的時空環境裡，多接納融合學生的意見與
經驗，以滿足學生的需求及提升其學習的興趣。 

(實施三明治教學法)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八）持續進修  

教師的專業進修相當重要，有益於課程設計及
教學相長，所以教學者要持有關於教育目的、
知識結構和價值等的哲學觀，以及關於社會變
化、社會中團體需求、個人需求等社會觀，教
師以此為基礎，選擇某些文化的理念，並配合
學習、教學、發展、動機等心理學的理論以組
織課程。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八）持續進修 

一般而言，在授課時可加入與課程有關之個人
需要議題（personal needs）、社會議題
（societal issues）、職業指引議題（career 
awareness），及學術準備議題（academic 
preparation），俾便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對學
習產生興趣，教學就會很順暢。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九）配合學校資源  

課程設計要配合學校的師資、設備等實際狀況
編排於教學計畫及教學進度表中，不必太理想
化，避免落差太大而失望。  



二、教學方法與策略 

（十）課後自我省思  

課後的自我教學檢討亦很重要，參考學生的教
學評量資料，教師可思考課程設計及教學上的
利弊，隨時補充新教材，做為下次課程設計及
教學改進之參考。  



三、以美和科技大學之課程設計 

與教學為例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一）皮亞傑（Piaget）理論  

1. 0~2歲 感覺動作期 

（sensor motion） 

   看、聽、感覺、摸等去體驗物和人，其
他對嬰兒來說是不存在的。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一）皮亞傑（Piaget）理論 

2. 2~7歲 前操作期（representational）  

   開始使用符號，能夠使用語言指出他們
知覺範圍內的物體和事件，但對物件多
元特性的了解仍然困難。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一）皮亞傑（Piaget）理論 

3. 7~11歲 具體操作期 
（concrete operations）  

   能集合同種類的物體，並依一些特殊的
次序整理好。例如：基本過程技能，包
括觀察、分類、比較、測量、傳達、應
用時空關係、應用數字、預測、推理；
統整過程技能，包括控制變因、解釋資
料、形成假設、下操作型定義、做實驗。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一）皮亞傑（Piaget）理論 

4. 12歲至成年 形式操作期 

（formal operations）   

   能以抽象的方式去思考，能夠在一種情
況中將變數獨立出來，並能了解他們彼
此之間的關係。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一）皮亞傑（Piaget）理論 

4. 12歲至成年 形式操作期 

（formal operations）   

   可以鼓勵學生對問題可以提出暫時性的
答案，就是所謂的提出假設
（hypothesis），然後蒐集資料去驗證
此假設是被接受或是被拒絕。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一）皮亞傑（Piaget）理論 

4. 12歲至成年 形式操作期 

（formal operations）   

   成年人以後的生活是非常複雜的，人際
的處理相當重要，要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並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問題。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一）皮亞傑（Piaget）理論 

 前提：學生要對所學習的課程教材內容有強
烈的好奇心，才會對所學的東西產生
興趣。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二）奧斯貝（Ausubel）理論  

1. 能夠將資料組織成一些有意義的整體，
並演繹至個體（個別現象）上。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二）奧斯貝（Ausubel）理論  

2. 能聚焦於兩者之間的相似與不同。例如：
討論植物與動物有何異同？ 

      討論傳統能源與替代能源有何異同？  

3. 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話去回答課堂活動中
或教科書上的問題。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三）布魯納（Bruner）理論  

1. 布魯納是歸納（induction）思考的
擁護者。 

2. 鼓勵學生處理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問題。 

 例如：給學生一道難題，要他們找出
答案，如：為什麼我們要繫安全帶？
讓學生回答及解決。 

3. 鼓勵學生作直覺猜想。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四）蓋聶（Gagne’s）理論 

蓋聶研究人類與周圍環境交互作用後，可
獲得以下五種不同的能力： 
1. 語文資訊 
     讓學生回憶所學的知識，以口頭說 
    出或寫出。 
2. 知識技能 
     讓學生發現幾個事物的相似及不同 
    處。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四）蓋聶（Gagne’s）理論 

3. 認知策略  

     鼓勵學生發現自己記憶資料及理念 

    的方法。  

4. 態度  

     選擇與孩子日常生活有關的內容及 

    經驗給學生，以便學生發展對求知 

    的正面態度。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四）蓋聶（Gagne’s）理論 

5. 獲得親手做的技能  

     讓學生有親手操作某種實作（實驗） 

     或野外實察之經驗。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五）嘉納（Gardner）的多元智慧理論  

1. 思考學生智商（IQ）的個別差異。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五）嘉納（Gardner）的多元智慧理論  

2. 嘉納他相信每個人具有各種不同程度的
下列七種智慧，可依不同的狀況去鼓勵
學生學習他們較強的智慧，並幫助他們
在較弱的部份成長：(1)邏輯－數學， 
(2)語文，(3)音樂，(4)空間，(5)肢體 
－動覺，(6)人際，(7)內省，(8)科學 
（例如：岩石的觀察、比較，及分類）。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六）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是由三個原理原則所組成：  

1. 每一個人從未真正了解這個世界究竟 

    是什麼，每個人建構出自己對「真實」 

    的信念。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六）建構主義  

2. 一個人相信了什麼，就會將他帶入他所
相信的新情境，而將感覺傳遞來的資訊
改變或過濾掉。 

3. 基於先備的信念、自我的推理能力，和
想要調和的信念與實際觀察間的欲望，
人們創造了現實（reality）。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七）學習風格 

         （Learning styles）  

1.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學習方式。  

2. 一般而言，學生喜歡教師使用不同以往經
驗的學習方式（例如設計數學遊戲），這
樣才會引起他們的好奇心與興趣。  



四、學習理論的重要理念  

（七）學習風格 

         （Learning styles）  

3. 請學生說出他們如何吸取新知及處理新知
的經驗。  

4. 教師在教學中提供一系列的學習經驗，以
便於所有學生有機會，並儘可能常常使用
他們較喜愛的學習風格。  



五、四階段的教育理念 

1. 幼兒養性，優美人格的奠定。 

   0-3歲，父母手抱幼兒以愉快的性情，輕柔的
讚美肯定孩子，潛移默化地教導孩子以養性。 
( 1 2 ) 

2. 童年養正，聖賢智慧的陶冶。 

   4-12歲一生記憶力最強的階段，多背誦四書
五經、古文詩詞、中外經典之作以養正。 

 

三字經1.mp4
三字經2.mp4


3. 少年養志，理想抱負的鼓舞。 

   13-18歲，理解力顯著發展，鼓勵閱讀古今
中外各類偉人傳記及深明因果事理的典範
故事以養志。 

4. 成人養德，真實生命的開展。 

   18歲以上即為成年人，成年人的世界非常
複雜，要注重人際關係，常自省自己的缺
失及不足，以真誠篤厚之意待人接物，時
時存方便利他人之心，以積善培德。 

 



六、讀書做事做人的重要性 

1. 讀書重要。    

（考試100分中，可錯40分，答對60分仍為及格）  

2. 做事更重要。 

（100件做對90件，雖為90分，但在主管眼中仍為
不及格。）  

3. 做人最重要。  

（幫別人100件事情，99件令他人滿意，但有1件不
滿意，在他人眼中仍為不及格）  

   由此可見人際關係的重要！我們要能適應各種不同的
環境，這個世界的環境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你所能做的
就是改變自己去適應所面對的環境。 



‧美和科大「五倫五靜‧學行並進」 

e 世代的年輕人如果在畢業後，踏進社會找工
作、或自行創業時，能夠在應對進退中，做好
服務(Service)他人的工作，帶著慈悲(Mercy)

的心，欣賞(Appreciation)每件事物，尊重
(Respect)他人，遇到意見相左或困難的事，
能夠互相包容(Tolerance) ，不隨意發脾氣，
展現靖(守法)、靜(安靜)、淨(乾淨)、敬(尊敬)、
競(競爭)的好習慣，言行舉止， 

有一定的規矩，讓他人感受到 

是一位有教養，發乎誠的人。 



則無論在事業上、婚姻上、或人際關係上，一
定比別人更受人歡迎，更能夠成功。這就是美
和科技大學提倡SMART新五倫好品德與五靜
好習慣的意義。 

以美和科大為例，學生是多元化的，除了培養
學生要有好的態度及習慣外，更鼓勵學生要對
學到的各種知識與技能多加練習，練習再練習！ 

   1(桌球)  1-2 1-3 (01:53,02:56) 1-4 1-5  2(承宇)  3(承昊)  

4(承宇交叉) 5(英文) 6(合奏) 7承宇2016 8承昊2016  

9 承昊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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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削球.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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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德國公開賽十佳球.mp4.mp4
校長桌球01.mp4
校長桌球01.mp4
校長桌球01.mp4
校長桌球02.mp4
校長桌球02.mp4
校長桌球02.mp4
鋼琴2.mp4
鋼琴4.mp4
承宇交叉.mp4
英語1.mp4
合奏.mp4
承宇201603.mp4
承昊彈琴201602.m4v
台語2.mp4


七、職場人際互動三層次 

‧職場人際互動親密關係的三層次 

 

 工作互動層次－ 
           職務角色的往來 

 

 生命互動層次－ 
           心靈交會的感動 

 

 生活互動層次－ 
           情感關懷的交流 

感謝 

感恩 

感動 



• 人生成功的價值意義 

第(四)等  

第(一)等  

第(二)等  

第(三)等  
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 
天好，天天都有成長進步。  

對人類有偉大的貢獻。  

在自己的工作上有卓越的
表現。  

我已經盡心盡力，盡已所
能去做。  

第(五)等  ?  



1. 是否親眼看到？是否真實？ 

2. 是否善意？ 

3. 是否很重要？ 

八、處理人際問題前要了解人性的 

       三個篩子 



事
情
的
兩
面 



是少女還是老婦? 



注視此一圖形數秒鐘。將可發現有兩種透視感； 
有時看似正放的樓梯，有時看似倒放的樓梯。 



不同角度的觀察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baike.com/ipadwiki/%25E9%2594%2599%25E8%25A7%2589%25E5%259B%25BE%25E7%2589%2587&sa=U&ei=93YeU8rfEYu7kQW5vYDYBA&ved=0CEYQ9QEwDQ&usg=AFQjCNFvt18Rr2dk7_fQrpSmQwFdWlA4Ew


同一事物置於不同的背景中會反映出不同的形態 



是青蛙還是馬?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abig99&b=435&f=1068166325.jpg


九、溝通與人際關係的技巧 

 初念淺，轉念深 

 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1.不批評 
  不責備 
  不抱怨 

2.給予真誠的 
  讚美與感謝 

3.引發他人心中的渴望 

4.對他人關心、感興趣 

5.經常微笑 

6.記住他人的名字 

7.積極傾聽 

8.加強表達能力 

9.衷心讓人覺得他很重要 

 人際關係與溝通的九大原則 



 快樂的十大秘方 

英國六名專家，包含心理學家、精神治療師、
職場專家、企業家、哲學家、經濟及公共政策
專家，研究「將逆境轉為順境」的十大秘方： 

 



1. 種花蒔草。 

2. 每天至少為自己做一件喜歡的好事情，並真正享
受其過程。 

3. 每天至少為身邊的人做一件他(她)喜歡的好事情。 

4. 每天至少開懷大笑一次。 

5. 每天至少向陌生人微笑或打招呼一次。 

 



6. 每天減半看電視的時間。 

7. 每天睡覺前至少想一件感恩的事情。 

8. 每星期至少運動三次，每次至少半小時。 

9. 每星期與喜歡的人至少聊天一小時。 

10. 主動打電話與久未聯絡的朋友聯繫， 
必要時邀約見面餐敘。 



人不可太盡， 

事不可太清。 

凡事太盡，  

緣份勢必早盡。 

有時候， 

難得糊塗才是上道。 

 

十、四十年校務行政經驗分享 



跟顧客爭，你爭贏了，顧客走了。 

跟同事爭，你爭贏了，團隊散了。 

跟老闆爭，你爭贏了，工作沒了。 

跟家人爭，你爭贏了，親情沒了。 

跟朋友爭，你爭贏了，朋友沒了。 

跟愛人爭，你爭贏了，感情淡了。 

跟誰爭，爭贏都是輸， 
不如跟自己爭，把自己做大做強， 
自己才是真正贏家! 



鑽石婚楷模頒獎典禮上，老太太接受主持人專訪。 

主持人：「你覺得你老公有缺點嗎？」 

老太太：「多如天上繁星，數都數不清！」 

主持人：「那你老公優點多嗎？」 

老太太：「很少！少得就像天上的太陽！」 

主持人：「那你為什麼可以和他結褵半世紀， 
還如此恩愛？」 

老太太：「因為太陽一出來，星星就看不見啦！」 
 



結語  

 

「用心就是專業」 
 

祝各位老師在正修的教學順心如意！  



報 告 完 畢 

謝謝各位 


